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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54

号，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笑科技”、“公司”或“发行人”）非公开

发行 93,002,892 股新股。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

荐机构”）接受露笑科技的委托，担任露笑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认为露笑科技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国泰君安指定邢永哲、梁昌红二人作为露笑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

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发行人名称：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Roshow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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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露笑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621022X1 

法定代表人： 鲁永 

成立日期： 1989 年 5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10,668,434 元 

上市时间： 2011 年 9 月 20 日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 38 号 

邮政编码： 230088 

董事会秘书： 李陈涛 

联系电话： 0575-89072976 

传真： 0575-89072975 

互联网网址： http://www.roshowtech.com 

电子信箱： roshow@roshowtech.com 

公司经营范围为：漆包线、节能数控电机、汽车及船舶零部件的生产制造和

销售，漆包线及专用设备的研究开发，机电设备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LED

显示屏、光电子器件及元器件、光学材料及技术的研究、开发，光学元件的销售，

电子产品、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及售后服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蓄电设备

研发，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344,698.98 358,336.83 362,973.11 400,824.82 



6-3 

非流动资产 466,137.30   472,423.26 519,326.02 461,153.19 

资产总额 810,836.27   830,760.10 882,299.12 861,978.01 

流动负债 298,305.03 345,853.26 432,706.18 453,644.72 

非流动负债 201,574.27   199,091.53 176,975.85 82,745.34 

负债总额 499,879.30   544,944.79 609,682.03 536,390.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0,956.98 285,815.30 272,617.10 325,587.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310,669.85 285,053.56 272,214.63 325,587.9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1,253.26 245,299.05 286,006.95 326,105.07 

营业利润 15,025.46 1,902.99 -98,654.56 29,485.00 

利润总额 17,113.41 -1,232.99 -100,657.22 29,709.01 

净利润 19,058.43 2,602.21 -104,641.13 16,237.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9,097.79 2,757.90 -104,613.59 15,481.53 

3、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388.39  23,657.55 -22,738.52 -155,887.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54.21  -42,115.27 -70,308.27 -70,245.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91.27  23,400.53 65,440.05 215,885.4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4.85  6.22 16.51 -28.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28.07  4,949.03 -27,590.24 -10,275.81 

4、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 1.16  1.04 0.84 0.88 

速动比率 1.03  0.93 0.75 0.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38.67% 41.40% 58.95% 52.1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1.65% 65.60% 69.10% 62.23%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6 1.89 2.47 4.43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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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27 1.55 1.81 3.41 

存货周转率（次） 4.11 5.15 5.07 7.0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10 0.16 -0.21 -2.12 

每股现金流量（元） 0.01 0.03 -0.25 -0.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每股收益（元） 

基本 0.13 0.02 -0.95 0.21 

稀释 0.13 0.02 -0.95 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6.35% 1.31% -31.24% 8.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7 -0.12 -1.07 0.19 

稀释 0.07 -0.12 -1.07 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3.54% -6.93% -60.32% 12.72%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及方式 

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3,002,892 股，均为现金认购。本次发行全

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承销方式为代销。 

（三）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6.91 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1

年 1 月 21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 6.91 元/股。 

首轮认购共有 10 家投资者提交《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露

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文件》（下称“《认购邀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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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91 元/股，相对于公司股票 2021 年 1

月 21 日（发行期首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8.26 元/股折价 16.34%，相对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 8.63 元/股折价 19.96%；相对

于公司股票 2021 年 1 月 15 日（申购报价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8.32 元/股折价

16.95%，相对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申购报价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 8.676/

股折价 20.24%。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根据追加认购邀请文件中确定的配售原则，结合首轮认购的获配结果，本次

发行最终配售对象共计 12 名。配售结果如下表所示： 

编

号 
客户全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元） 

占发行总

量比例

（%） 

锁定期

（月） 

1 田万彪 自然人 4,341,534 29,999,999.94 4.67 6 

2 杨国芬 自然人 12,301,013 84,999,999.83 13.23 6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8,683,068 59,999,999.88 9.34 6 

4 青岛宏伟东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8,683,068 59,999,999.88 9.34 6 

9 劳利祥 自然人 8,827,785 60,999,994.35 9.49 6 

6 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9,117,221 62,999,997.11 9.80 6 

7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1,577,424 79,999,999.84 12.45 6 

8 万淑微 自然人 4,341,534 29,999,999.94 4.67 6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13,675,832 94,499,999.12 14.70 6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4,942,112 34,149,993.92 5.31 6 

11 合肥北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4,341,534 29,999,999.94 4.67 6 

12 翁耀琦 自然人 2,170,767 14,999,999.97 2.33 6 

合计 93,002,892 642,649,983.72 100.00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42,649,983.72 元，扣除发行费用 27,427,538.61

元（不含增值税，包括财务顾问费和承销保荐费 20,924,705.78 元、审计费

3,396,226.32 元、律师费 1,698,113.21 元、信息披露费 1,320,754.72 元、证券登记

费 87,738.5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15,222,445.11 元，其中股本 93,002,892

元，超出股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522,219,553.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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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锁定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

之日起计算。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因发行人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发行对象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获得的发

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其减持除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之外，尚需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另有其

他要求，则参与认购露笑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七）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保荐机构经自查后确认，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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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 33 条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其他中

介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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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

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

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发行人已建立健全了旨在规范关联交易的各项制度。 

（2）敦促发行人完善与大股东等关联方在业务、资金往来等

方面的工作管理规则，强化审批程序，将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情形纳入禁止性规范并切实执行。 

（3）将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敦促按期通报有关情

况，重大事项及时告知。 

（4）保荐代表人认为必要，有权参加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就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5）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其违反规

定，将以异议书的形式将意见和建议向其通报，发行人应予纠

正并将落实情况反馈给保荐机构，否则，保荐机构有权就该违

规事项在媒体上发表声明。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1）督导发行人在内部控制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竞业禁止

制度、内审制度等相关制度。 

（2）对高管人员的职权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予以明确，使之制

度化和规范化。 

（3）督导发行人建立严格的内部处罚制度及法律责任追究制

度，以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

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按季度向保荐机构通报有关的关联交易

情况，保荐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

通知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有权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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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发行人配备专门人员，专职负责信息披露事宜。 

（3）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项后，立即书面

通知保荐机构，并将相关文件供保荐机构查阅，就信息披露事

宜听取保荐机构的意见。 

（4）发行人在向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呈报并向社会公开进行信

息披露之前，须将有关报告和信息披露文稿送保荐机构审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1）保荐机构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

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

况、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其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保荐机构将督导发

行人履行合法合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

见 

（1）督导发行人严格遵循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明确

相应担保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和禁止性规定。 

（2）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时，必须提前告知保荐机构，保

荐机构根据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3）发行人应按定期报告披露的时间定期向保荐机构书面说

明是否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

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的其他主要约定 

应在持续督导期内，持续督导甲方规范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

披露等义务。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

职责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在持续督导期间内，向保荐机构提供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的工作便利，及时向乙方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文件资料，并保证

所提供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

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工作。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名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贺青 

保荐代表人：邢永哲、梁昌红 

项目协办人：柏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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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组成员：施韬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传真：021-68876330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露笑科技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露笑科技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

荐机构同意保荐露笑科技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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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邢永哲  梁昌红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贺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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